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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公共数据开放暂行办法下月施行
在国内首次提出分级分类开放模式

■劳动报记者 陈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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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从昨日召开的时政

新闻发布会上， 记者获悉，《上海
市公共数据开放暂行办法》（以下
简称《办法》）已经市政府常务会
议审议通过，将于今年 10 月 1 日
正式施行。 《办法》共 8 章 48 条，
明确总体原则、开放机制、平台建
设、数据利用、多元开放、监督保
障、法律责任等内容。

首次提出
分级分类开放模式

上海高度重视公共数据开发

利用， 自 2012年起就在全国率先
探索公共数据开放，不断对标和学
习纽约、伦敦、新加坡等国际先进
城市。 近几年，上海开放数据的范
围已基本覆盖各市级部门的主要

业务领域，开放数据总数达到 2100
项。2017年至 2019年，上海连续三
年在第三方测评的中国地方政府

数据开放排名中位列第一。
不过， 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

陈鸣波表示， 上海公共数据开放
的程度与国际上还存在一定差

距，如高价值数据开放度不够、与
社会需求衔接不足等。 此次 《办
法》制定过程中，相关部门重点考
虑解决这些问题的举措， 希望能
通过这部办法的落地实施， 进一

步提升开放数据水平。
在前期工作基础上， 主动制

定开放清单， 另一方面对接社会
需求。 根据年度开放重点，优先开
放与民生紧密相关、 社会迫切需
要、 行业增值潜力显著和产业战
略意义重大的高价值公共数据。

值得关注的是，《办法》 在国
内首次提出分级分类开放模式 ，
对开放数据进行标准化、 精细化
管理，提升开放数据质量，不断满
足社会公众对公共数据的需求。

如何保障
个人隐私合法权益

大数据尤其是公共数据可能

牵扯到个人隐私和商业秘密等第

三方合法权益，《办法》 是如何保
障这些合法权益的？

上海市司法局副局长罗培

新表示，在《办法》总则当中明确
对权益保护提出了要求 ，要求市
区两级政府及相关部门在公共

数据的开放过程当中 ，保护商业
秘密和个人隐私，防止公共数据
被非法获取或者不当利用。 同时
对数据进行了分类管理 ，将涉及
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公共数

据列为非开放类数据。 并且在数
据的预处理环节要求数据开放

主体将列入开放清单的公共数

据进行脱敏处理，保证这些信息
没有个人信息。

《办法 》 同时规定了权益保
护机制 ，自然人 、法人和非法人
组织如果认为已经被开放的公

共数据侵犯了商业秘密 、个人隐
私的话，可以通过开放平台来告
知数据开放主体，并且提交相关
证据，由平台通知数据开放的主
体进行核实 ， 然后予以相应处
理。

罗培新表示 ， 数据利用主
体如果在利用公共数据的过程

当中存在侵犯商业秘密 、 个人
隐私的情形 ， 由市经信委会同
市大数据中心对侵权人予以介

入 ， 可以采取限制或者关闭其
数据获取权限等措施 ， 并且予
以公示 。

本报讯 上海合作组织

国家法律服务国际论坛 25
日至 26 日在上海举办。 中国
司法部部长傅政华、 吉尔吉
斯司法部长扎玛古罗夫 、俄
罗斯司法部长科诺瓦洛夫 、
上海市市长应勇出席并致

辞。 司法部副部长刘志强主
持开幕式。

傅政华在致辞时指出，为
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在上海

合作组织青岛峰会的重要指

示，中国司法部会同 13 家成
员单位成立了“中国-上海合
作组织法律服务委员会”，着
力建设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

平台,积极服务上合组织国家
间经贸合作。 面向未来，上合
组织国家在法治领域的合作

方兴未艾，前景广阔。 我们倡
议：坚持团结互信，凝聚合作
共识， 各国司法部要加强合
作，发挥护航引领作用，为区
域经贸发展提供优质高效的

法律保障和法律服务； 坚持
互利共赢，扩大合作领域，组
织和引导各国法律服务机构

和人员， 建立更加紧密的合
作关系，不断优化营商环境，

切实维护市场主体的合法权

益；坚持开放交流，拓展合作
深度，扩大法律服务业开放，
各国律师行业建立更加紧密

的业务协作关系； 坚持同舟
共济，维护合作环境，加强法
律和司法行政领域交流合

作，积极推进法治建设，维护
地区和平稳定， 共同为造福
各国人民和推动各国经济社

会发展贡献力量。
应勇在致辞时指出，区域

合作需要强有力的法治保

障。 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
织法律服务委员会”，是习近
平主席在去年召开的上海合

作组织青岛峰会上提出的重

大实践创新， 具有里程碑意
义。 此次论坛的举办，是贯彻
落实青岛峰会精神、 积极开
辟法治合作新渠道的重大举

措， 有利于促进各国法律服
务领域的交流合作， 实现不
同法律制度之间的经验共

享、优势互补、协同发展。 上
海作为中国最大的经济中心

城市， 始终高度重视法治建
设， 特别是加大法律服务业
支持力度， 目前已成为中国

大陆地区境外律师事务所和

律师聚集度最高的地区。 我
们将在司法部的指导下 ，大
力发展涉外法律服务业 ，有
序扩大法律服务对外开放 ，
不断满足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际大都市的法律服务新

需求。 我们将以此次论坛举
办为契机， 在上合组织框架
下， 进一步发掘与上合组织
区域内相关城市交流合作的

潜力，拓展合作领域、完善合
作机制， 为区域内各国人民
世代友好、 共同发展进步贡
献上海的力量。

上合组织秘书处副秘书

长阿卡什卡罗夫、 上合组织
地区反恐怖机构副主任穆卡

舍夫在开幕式致辞。本次论坛
是“中国-上海合作组织法律
服务委员会”成立以来首次举
办的重要的多边国际论坛，由
司法部主办，上海市司法局和
上海政法学院共同承办，在中
国-上海合作组织国际司法
交流合作培训基地举行。多个
国家的司法部官员、国际组织
代表，以及中外专家学者 300
余人参加此次论坛。

上合组织国家法律服务论坛
在沪举办

本报讯 全市学校安全专题工

作会议昨天举行， 部署加强各级
各类学校安全工作。 市委副书记、
政法委书记尹弘主持会议并讲

话。
尹弘指出， 抓好校园安全工

作，任何时候都不能掉以轻心。 要
进一步将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安全工作的重

要论述上来， 贯彻落实中央和市
委、市政府部署要求，牢固树立安
全发展理念， 始终把安全工作摆
在突出重要位置， 落实到教育教
学各环节全过程。

尹弘指出， 落实校园安全工
作，要抓住关键，形成合力，严而
又严，筑牢校园安全防线。 压实责
任分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制，确

保校园安全工作事事有人管 、件
件有落实。 聚焦校园内部、周边等
重点，抓在日常、严在经常，完善
安防体系建设， 强化应急准备与
响应， 做到安全防护全覆盖无死
角。 聚焦学校安全关键环节，加强
安全风险预防和管控， 建立源头
治理、动态管理、应急处置相结合
的工作机制， 综合施策化解安全
风险。 要强化组织领导，强化统筹
联动，加强宣传引导，运用多种载
体普及基本安全常识，形成“政府
统一领导、部门齐抓共管、社会积
极联动、家长主动配合”的工作格
局， 为加强和改进学校安全工作
提供强有力保障。

市领导陈群、 龚道安出席会
议并讲话。

校园安全任何时候
都不能掉以轻心

本市召开学校安全专题工作会议

(上接第1版)
在草桥站进站大厅， 习近平结

合展板听取情况介绍。习近平强调，
城市轨道交通是现代大城市交通的

发展方向。 发展轨道交通是解决大
城市病的有效途径， 也是建设绿色
城市、智能城市的有效途径。北京要
继续大力发展轨道交通，构建综合、
绿色、安全、智能的立体化现代化城
市交通系统， 始终保持国际最先进
水平，打造现代化国际大都市。

随后， 习近平乘坐轨道列车前
往北京大兴国际机场， 在途中详细
询问轨道列车的设计制造和票价、
行李托运、 同其他交通线路衔接等
情况。习近平强调，城市现代化要交
通先行， 要发挥好大兴国际机场的
辐射带动作用， 联通京津冀世界级
城市群、北京“四个中心”、雄安新区
建设，服务好京津冀协同发展。

抵达北京大兴国际机场， 习近
平首先在综合交通中心听取机场综

合交通体系建设情况介绍。 大兴国
际机场配套建设了现代化的立体交

通体系， 不仅在机场内部实现了公
路、轨道交通、高速铁路、城际铁路
等不同运输方式的立体换乘、 无缝
衔接， 而且在外部配套建设了五纵
两横的交通网络。目前，大兴机场高
速、轨道交通新机场线、京雄城际铁
路北京段等已同步开通。

大兴机场航站楼， 是目前全球
最大规模的单体航站楼， 以其独特

的造型设计、精湛的施工工艺、便捷
的交通组织、先进的技术应用，创造
了许多世界之最。 习近平步行巡览
站台大厅和值机大厅， 实地了解值
机、安检、登机和残疾人无障碍设施
等情况， 并结合沙盘和模型听取机
场总体规划、设施建设等介绍。

投运仪式在机场联检大厅举

行。 11时许，伴随着欢快的迎宾曲，
习近平等步入仪式现场， 全场起立
鼓掌。 中国民航局负责同志向首都
机场集团公司颁发北京大兴国际机

场使用许可证。
11时28分，习近平走上主席台，

宣布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正式投
运！ ”全场响起热烈掌声。

投运仪式结束后， 习近平来到
机场国际出发大厅， 看望参与机场
建设和运营的工作人员代表。 习近
平指出，大兴国际机场建设标准高、
建设工期紧、施工难度大，全体建设
者辛勤劳动、共同努力，高质量地完
成了任务， 把大兴国际机场打造成
为精品工程、样板工程、平安工程、
廉洁工程， 向党和人民交上了一份
令人满意的答卷！

习近平强调，共和国的大厦是靠
一块块砖垒起来的，人民是真正的英
雄。大兴国际机场体现了中国人民的
雄心壮志和世界眼光、 战略眼光，体
现了民族精神和现代水平的大国工

匠风范。他希望广大建设者在新的征
程上再接再厉、再立新功！


